
 

臺南女中臺南女中臺南女中臺南女中    111110101010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社團活動地點平面簡圖社團活動地點平面簡圖社團活動地點平面簡圖社團活動地點平面簡圖    

                                                                                                                                                                                                                                                                                                                                                                                                                                                                                                                                                                                                                                                                                                                                                                                                                                                
        教學資料中心               音樂大樓                  科學大樓                            化學實驗室 5F 科研社(化學組) 多功能 視聽教室 琴房 琴房/團奏室 地科實驗室 4F 天文社 社團空間 檔案室  (演奏廳) 合唱團 

理化實驗室 4F 物理實驗室 3F 醫學研究社 K 書中心 電腦教室 2F(二) 理論教室(五) 理論教室(四) 理論教室(三) 理論教室 (二) 理論教室(一) 生物實驗室 2F 科研社(生物組) 椰風廳 電腦教室 1F(一) 119 219 319 特教組音樂班   寰宇 視聽教室 思創 教室 教務處 設備組 辦公室 
                               力行樓                                                       

                                                                                                                                                                                                                                                                                                                                                                                                             

5F 國際會議室 綜合專科教室二 綜合視聽教室三 討論室二 4F 資訊教室(一)   資訊研究社   資訊教室(二)   資訊教室三   研討室、討論室一 3F 綜合專科教室(一) 低音媒傳社 學科辦公室 (數學、自然) 2F 學科辦公室 (國文、英文、社會) 1F 圖書館 1F-2F 演藝廳 
溫水游泳池 wc 3F 117117117117    田徑隊    彈性教室(一) 116116116116    排球社    走廊 115115115115        114114114114    籃球隊    113113113113    2F 107107107107     108108108108     109109109109        110110110110    111111111111    112112112112    韓流研究韓流研究韓流研究韓流研究社社社社    1F 106106106106    橋藝社    105105105105    推理研究社    104104104104    漫畫 研究社    103103103103    媒傳社    102102102102    演辯社    101101101101    南女 青年社                        

    美藝大樓 儲藏室 樓 梯 318318318318    222218181818    118118118118    彈性教室(二)    217217217217                         
  實 踐 樓 國畫教室 美術研究社 美術科 視聽教室 樓梯 社會科 視聽教室 模擬聯合國社 專題 討論室 樓梯 語文資優教室 走 廊 222209090909    街演社 212121211111    攝影社 212121212222    英語 辯論社 212121213333    吉它社 212121214444    吉它社 212121216666    吉它社 家政專科教室（二） 準備室 校長室 人事室 主計室 人權 資源中心 教官室 學務處 202020208888    世展社 208208208208    台灣文化隊 207207207207    室內 樂社    205205205205    熱音社 202020204444    熱音社 222200003333    熱音社 烹飪實作教室 美食社 烹飪 理論教室 身心障礙資源教室 藝能科 辦公室 輔導室 辦公室 團體 諮商室 213213213213    調飲社 202020202222    215215215215    動畫 研究社    210210210210    樂遊社 健康 中心                                                              (地下室韻律舞蹈教室)                                                               316 315 314 312 樓梯 311 310 309 Wc 走 廊   自強樓      317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Wc 自強樓-進行修復工程 樓梯 Wc Wc 313 302 301 校友會 討論室 總務處 Wc                        青年社部    樓梯 國文科 視聽教室    西畫教室 護理教室    樓梯  街演社    三 樓                  學生會部 數位創作教室 機器人教室 生活 科技教室 創客 maker 工友室 冷飲部 合作社(販賣部) 合作社 3F 熱音社部   B2F 社團聯合 辦公室 國樂社     

             活動中心活動中心活動中心活動中心     B1F WC 無障礙廁所           光舞社(鏡前)                 街演社(鏡前) 3F 吉他社部 1F 古箏社部 
B1F  管樂社部 管樂社    

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 籃球隊、排球隊(4F) 儀隊(體育館台階) 桌球隊(體育館 3F) 羽球社(1F) 羽球隊(1F) 熱舞社(地下室鏡前)   (地下室社辦) 弓道社(地下室) 
網球場網球場網球場網球場    

排球社 排球社 

Ps： 1. 上課地點請務必維持整潔與環境復原，如有損毀或造成環境髒汙，將依規定進行處懲處。 2. 更換上課地點，請提前通知社團活動組，以利學務處進行社團管理。 【活動中心東側走廊與東側鏡廳】古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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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球  社 司 令 台 
圖資藝文館圖資藝文館圖資藝文館圖資藝文館    

樂群樓樂群樓樂群樓樂群樓    傳達室  


